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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文稿
创建、编辑和共享图文报告、交互式图表以及具有说服力的演示文稿。无缝处理多种格式的文稿，让企业生产力登上新高度。

文稿

演示文稿
Pages 文稿

Keynote 讲演

运用精美的 Apple 模版和样式，快速撰写信件和报告。利用
Apple Pencil 添加注释和插图。

界面整洁直观，重要的工具位于前端而且居中，因此，团队
的每位成员都能轻松添加醒目的图表，编辑照片，或者加入
影院级的特效。

Microsoft Word

Microsoft PowerPoint

制作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稿、脚本、博文、专稿或简历。轻松
创建、编辑、查看和分享你的文件。

电子表格
Numbers 表格

利用强大的可自定演示文稿，脱颖而出并留下恒久印象。

PDF
PDF Reader Pro

创建电子表格并轻松添加图像、图表和表格。利用交互式图
表以活灵活现的方式展示数据。

添加标注和书签，或者组合和拆分 PDF。轻松填写表单，
使用 iPhone 或 iPad 即可搞定一切。

Microsoft Excel

PDF 点睛 - PDF 编辑器

制作满足特定需求的电子表格。利用出色的功能，实施复杂
的公式。

阅读、标记、签署和完善 PDF。编辑现有的 PDF 文本，
替换图像，以及隐藏敏感数据。

Adobe Acrobat Reader

查看、标注和签署 PDF。用手指或 Apple Pencil 给任何
PDF 文稿添加电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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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创作
表达你的创意，让你的商务理念化为现实。利用能助你快速绘制和编辑图片的 app，以独到的风格传达你的奇思妙想。

照片

模型
Pixelmator

AutoCAD

修饰和美化图片，勾勒草图和绘制图画，创建高级图像
作品。

在 iPhone 和 iPad 上利用易用的绘画与草稿工具，查看、
创建、编辑和分享 DWG 文件。

Camera+ 2

Shapr 3D CAD Modeling

利用可在 iPhone 和 iPad 上协同工作的工具，进行拍摄和
编辑。

有了功能强大的几何建模引擎和稳定可靠的集成工具包，
3D 实体建模变得轻而易举。

Infltr - 无限滤镜

uMake - 3D CAD 建模

从七百多万个滤镜中挑选，增强照片、视频、实况照片、
深度照片和 GIF 动画。

借助直观易用的工具和更加完善的模型查看方式，创建栩栩
如生的 3D 内容。

Affinity Photo

这款功能强大的专业级照片编辑 app 提供种类繁多、操作
流畅的多点触控手势，而且支持 Apple Pencil 精准操控。

绘图
Procreate
双重纹理笔刷和开创性的画布解析度，让你随时随地创作
精美的草图、灵动的图画和惊艳的图示。

Affinity Designer
借助快速、强大和精准的设计工具，与其他创意专业人士
轻松协作，一同创作营销资料、网站、图标、UI 设计或概念
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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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by WeTransfer

利用这款沉浸式草图 app，随时随地绘制草图、图画和图
表，进行上色编辑，或者记录备忘和收集想法。

Inspire Pro
借助专有的绘图引擎，带来无比快速、逼真的彩绘、图画和
草图绘制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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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笔记
利用这些 app 突破传统的记事方式，添加音频片段、草图和检查清单等内容。捕捉和整理想法，既快速又轻松。将精力投入
到讨论而非笔记上，让会议变得更加高效。

备忘录

印象笔记

“备忘录”是帮你快速捕捉灵感的好地方，也能帮你保存带有
检查清单、图像、网页链接、扫描文稿、手写笔记或草图的
长篇幅笔记。

随时随地采集、整理和共享笔记。让你的奇思妙想时刻在
你身边，始终保持同步。

语音备忘录

Notability
在一份笔记中融合手写、照片和打字，捕捉每一个细节。

让你的 iPhone 或 iPad 变身为便携式录音机。使用设备内置
麦克风创建和编辑录音，然后与朋友共享。

Nebo

Microsoft OneNote
创建专属数字笔记本，以适合你的方式整理笔记。

只需点几下和画几笔，你的手写文本就能转变为标题、段落
和项目符号列表。

CaptureAudio
为演讲和会议录音，添加自己的笔记，用旗标点出关键主题。

GoodNotes 5
制作精美的手写笔记，并给PDF 文稿添加标注。利用矢量墨
水引擎搜索你的笔记。

Notebook
记录笔记、添加文件、创建清单、绘制草图、记录音频，
捕捉精彩瞬间。

Noted.录音记文册

Noted 是一款精美的录音和笔记 app，适合在演讲、会议
和采访等场合使用。

熊掌记
这款精美而灵活的写作类 app 非常适合编写笔记、散文、
代码和草图。

制作表单
这些 app 让你告别成堆的纸张，直接在 iPhone 或 iPad 上制作电子表单。无论采用哪一种单据处理流程，都能获得更加准确
的数据，轻松地采集、组合和共享结果。

DocuSign

GoCanvas

轻松安全地签署文稿，免费使用且无月度限额。

创建数字表单和检查清单，实现文书自动化和流程数字化。

FastField Mobile Forms

SignEasy

将你的表单快速部署给移动办公人员，实时收集更加整洁、
丰富的数据。

轻松自签文稿，当面收集签名，或者将追踪的文稿发送给
顾客。

SignNow

Adobe Fill & Sign

将文稿发送给客户或同事，他们只需用手指就能签名。

快速填写、签署和发送任何表单。拍摄纸质表单的快照，
并在 iPhone 或 iPad 上填写。

iAuditor

ProntoForms - Mobile Forms

轻松制作你的考核表。完成考核、分配改正措施、分享报
告，一切都能在你的设备上完成。

方便远程工作者轻松收集和访问数据，并且自动共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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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项目
利用 app 规划、呈现、监控和共享活动与行动，让项目运作井井有条。无需走进办公室，就能让项目效率达到新的高度。

Teamwork Projects

Trello

Basecamp 3

OmniOutliner 3

在你的 Teamwork.com 账户中管理进行中的项目。完成任
务、达成里程碑、共享文件、跟踪时间，等等。

使用白板、列表和卡片，以有趣而灵活的协作方式组织项目
和排定优先顺序。

借助待办事项、信息传递、计划安排和报告等，提高责任心
和沟通效率。

使用智能分栏、脚本功能、自定样式和模板等，创建完美的
大纲提要。

OmniPlan 3

Agenda

呈现、维护和简化你的项目。细分任务、优化资源，监控你
的计划。

使用这款以日期为中心的记事 app，规划和记录你的项目。

Microsoft Visio Viewer

MeisterTask

MindNode - Mind Map

Asana

直接从 iPhone 或 iPad 查看和操作 Visio 示意图。

捕捉想法并轻松探索其间的关系，整理和分享你的奇思妙想。

创建可视化项目计划板，邀请团队成员，开展实时协作。

快速记录任务、待办事项、提醒事项和思维想法，随时随地
全面掌控你的工作。

Smartsheet
与团队一起创建、编辑和共享工作，方便所有人掌握最新
信息。

任务排序
全面掌控你的待办事项列表，不论任务有多复杂。添加行动事项，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提醒你，以便专心处理手边的任务。

快捷指令

奇妙清单 - Wunderlist

利用快捷指令，大事小事，大大快捷。Siri 可以将你的日
常事务与第三方 app 智能配对，为你推荐方便易用的快捷
指令。

借助简单好用的待办事项和任务管理工具，完成各式各样的
事务。

提醒事项
“提醒事项”帮助你跟踪在工作日要做的所有事情，例如安排
会议、发送电子邮件、跟进项目等等。

Things 3
轻松收集各种想法，为每一个目标创建项目，再规划必要的
步骤来实现这些目标。

2Do
创建简单任务、检查清单，以及带有子任务、备忘录、附件
和提醒的项目。

OmniFocus 3
创建项目和任务，用标签加以整理，将精力专注于目前能做
的事。

Todoist
跟踪你的一切事务，无论是简单的琐事，还是重要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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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
利用能帮助你互联互通和掌握最新动态的强大 app，与顾客、同事和合作伙伴保持联络，通过社交媒体拓宽你的触及范围。

信息

Quip

利用“信息”发送和接收文本、照片和视频，以及个性化特
效等。

在这个便捷的位置中快速、轻松地开展协作，工作团队还能
创建活灵活现的文稿。

FaceTime 通话

Skype

使用 FaceTime 通话与团队快速联络，不论他们身在何方。
FaceTime 通话最多可支持 32 个人同时进行视频通话。

与同事联络、交流和协作。以低廉的资费，拨打世界各地的
电话。

Podio

Cisco Jabber

ZOOM Cloud Meetings

Cisco Webex Meetings

启动或加入百人会议，尽享流畅视频和清晰音频，还可即
时进行屏幕共享和信息传递。

加入任何会议、活动或培训，利用行业领先的音视频功能进
行讲演。

join.me

Moxtra Individual

加入电话会议，主持视频会议，随时随地共享你的内容。

演示内容、安全反馈和获取审批，随时随地达成业务交易。

Yammer

Cisco WebEx Teams

与组织中正确的人联系，在不同团队之间共享和搜索各种
项目信息和想法。

在安全的工作空间内推进工作，任何人都能在其中随时贡献
力量。

借助集成的内容、对话和流程，利用一个 app 就能让多个
团队同步工作，从任何位置运作你的项目。

利用即时消息 (IM)、语音信息和视频通话功能开展协作。

Slack
在一个中心位置展开协作，按照主题、项目和团队创建对话
频道。

管理文件
通过各式各样的云存储提供商，访问和共享你的商务文稿。在所有设备之间共用一套数据，让工作变得更加高效。

文件

Box

“文件”app 能够将你所有的文稿都汇集一处，方便你在一个
位置浏览、搜索和组织这些文稿，包括位于 OneDrive、Box
和 Dropbox 等第三方存储空间提供商平台的文件。

安全地存储、管理和共享你的所有文件、照片和文稿，还可
免费获得 10GB 云储存空间。

Microsoft OneDrive

从 iPhone 和 iPad 轻松访问和共享你的文稿、照片及其他
文件。

提升品牌形象
使用这些 app 管理你的数字营销资料，提升你的形象，制定能成为热门讨论话题的营销活动。

Buffer

Marketo Moments

Weebly

LinkedIn 领英

规划在 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平台上的内容
发布并跟踪其效果。

了解近期营销活动的效果，针对未来营销活动采取行动，
一切都能从 iPhone 或 iPad 上方便地完成。

创建、启动和发展你的在线业务、网站或博客。通过拖放
操作简化制作流程。

发掘和联络他人，培养人际关系，搜索和申请职位，获取各
种主题和公司的动态。

MailChimp

Wix

创建和发送电子邮件，管理订阅用户，全面掌控你的营销
推广。

利用你在 Wix app 上专属的可自定移动空间，与他人互动
交流，管理你的业务，随时随地完成更多事务。

Wordpress

Marketo Events

Zoho Campaigns

HootSuite

管理或创建你的 WordPress 博客或网站。创建和编辑帖文，
查看统计数据，回复评论。

创建和发送电子邮件，管理订阅用户，全面掌控你的营销
推广。

利用多台 iPad 设备，快速而轻松地检查活动的出席情况，
并将数据无缝同步到你的 Marketo 程序。

从你的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和 LinkedIn 账户
分享，计划安排内容的发布。

吸引顾客
将更多潜在顾客转变为实际顾客，观察业务的成长。然后提供卓越的体验，吸引顾客再度惠顾。

Salesforce

ScreenMeet Support

利用一套顾客关系管理工具，轻松地记录、管理和分析顾客
活动。

让顾客轻松地将屏幕画面直接共享给你的支持团队，以便远
程解决问题。

Zendesk Support

Cloz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在一个精美而简约的系统中，跟踪、排序和处理顾客支持
工单。

分析各种数据，利用你的数据发掘结果。在同一个地方便能
查看联系人的所有信息，包括电子邮件、会议纪要和通话记
录等。

Daylite
在同一个地方便能轻松管理现有顾客、潜在顾客和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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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销售团队
为你的销售团队提供引人注目的相关内容，供他们随时随地访问。让团队轻松地发现、学习和分享正确的内容，快速进行人员
录用和培训。
Zunos

使用 Zunos 进行互动评估、编撰内容或提供量身定制的学
习体验。

Apple Books

新增了更多为 Apple Books 创作内容的选项，方便更轻松
地向受众提供引人入胜的互动内容。

Showpad
利用同一个平台进行人员录用、培训和辅导，管理销售内
容，壮大你的销售队伍。

跟踪时间
你的时间非常宝贵。跟踪你花在不同项目和顾客上的时间，还可快速为客户开具专业的发票。
HoursTracker

Invoice2go

开始和结束工作时打卡记录。轻松跟踪你的时间，计算一份
或多份工作的收入。

向顾客发送专业的发票和估价，更快获得付款。

Helios

Timelines Time Tracking

这款简约的工具可帮助自由职业者和远程工作者跟踪时间，
安排重要任务并集中精力。

了解你的时间花在哪里，寻找改进工作习惯的方法，提高效
率并增加业绩。

Time Master + Billing

Hours Time Tracking

追踪时间和开销，显示报表，直接从 iPhone 或 iPad 生成
专业的 PDF 发票。

商务 App 入门指南

借助图形化时间线、智能提醒事项和详细报表，让时间跟踪
变得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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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开销
不再需要利用工作时间来填写费用报告了。这里的 app 可以帮助你快速创建和管理业务支出，随时随地都能完成。
XpenseTracker

Expensify

跟踪和报告你的所有商旅支出和里程数，直接将报告和收据
照片导出到桌面。

管理费用报告和跟踪票据和商务差旅，适合小型企业、帐户
和个人使用。

Zoho Expense

SAP Concur

自动管理商务差旅支出，减少你在记录票据和准备费用报告
上花费的时间。

现有 SAP Concur 用户可使用这款配套 app 订房订票，填写
费用报告，以及审批发票。

接受付款
在现场接受付款，无论你在何处。借助 iPhone 与 iPad 上的创新 app 和付款解决方案，随时随地都能经营你的业务。

Square Point of Sale

利用 Square Reader，接受借记卡和信用卡、EMV 芯片卡
以及 Apple Pay。实时跟踪销售和库存。

talech Register
在简约又直观的界面中，获取订单、接受付款、管理库存和
访问顾客信息。

Vend POS

借助这款零售 POS 解决方案，无论你在哪里，随时都能销
售商品，拉近与顾客的距离，并且发展你的零售业务。

Revel POS
这款功能丰富的业务管理平台将所有经营和顾客渠道整合到
一个 POS 仪表盘中。

Shopify

随时随地经营你的业务。不论有多少家 Shopify 门店，你都
能利用这款 app 轻松管理订单和产品，联络你的员工，并且
跟踪销售情况。

ShopKeep Point of Sale

在 iPad 上跟踪销售、管理库存、简化人员管理，等等作。

TouchBistro Point of Sale
点菜下单和人员安排无需再揣测，更有简化的付款和增强的
菜单管理，还能为你的餐馆生成详细的报告。

商务 App 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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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财务
利用这些面向 iOS 和 iPadOS 的会计解决方案，管理好企业的财务工作。开具发票、统计薪酬、管理现金流，让企业经营顺畅
无忧。

Kashoo Cloud Accounting

Xero

获得小型企业需要的所有会计支持，包括专业报表、开票和
费用跟踪等。

轻松核对和发送发票，创建费用报销并记录票据，而且你的
数据会在加密后安全地保存在云端。

FB Classic
利用这款面向小型企业的云端会计软件，管理你的小企业。
顺畅无忧地发送发票，跟踪和管理费用。

分析数据
利用丰富的图表和互动功能，增强报告的效用。让数据可视化达到新水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成企业的深度见解。

Tableau Mobile

Microsoft Power BI

随时随地，全面掌控你的数据。查看仪表盘，浏览、搜索和
筛选数据集。

利用有助决策制定的强大功能，访问数据、获取通知、标记
注释和进行分享。

SAP Analytics Cloud Roambi

QlikView mobile

创建和交付信息丰富的互动报告、图表、仪表盘、KPI、分析
和数据可视化呈现。

分析数据并利用数据发掘结果来协助决策制定。

Numerics

MicroStrategy Mobile for iPad

设计精美且易用的仪表盘，安全地实时关联你的业务数据。

现在，MicroStrategy 顾客可以借助现有的企业与信息系统
向移动化转变。

商务 App 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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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班次
管理你的团队，跟踪出勤情况，整合你的薪资管理。有了这些 app，你可以确保在正确的时机配备恰当的人员。

Crew Messaging and Scheduling

Deputy: Shift Schedule Maker

简化团队沟通，创建群发信息，安排班次，分配任务。

管理员工名册、规划班次、与团队沟通、审核任务、管理薪
酬，加强对业务的认识与掌控。

Planday Employee Scheduling
简化计时工作者的管理和员工排班，提升你的行政管理效率。

员工健康
从站立提醒到达成健身目标，注重健康可帮助你的员工保持身心健康，全天精力充沛并且高效工作。

Challenges - Compete, Get Fit

MyFitnessPal

塑形健体，通过组队挑战与朋友、家人和同事竞赛比拼。

设定卡路里目标，记录日常饮食和锻炼，马上开始改变你的
生活。

Headspace
在引导之下通过冥想与正念技巧来放松身心，给你的生活带
来宁和、健康与平衡。

商务 App 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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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 App 分发
所有工作，从这里开始。
Apple 商务管理让你能轻松地批量查找、购买和分发 app，从而满足你的一切业务需求。
借助移动设备管理 (MDM) 解决方案，将通过 Apple 商务管理购买的 app 轻松分发给不同的用户或设备，只需所在国家或地
区提供相应 app 便可。有了批量信用额后，你可以利用采购订单通过经销商购买内容。Apple 商务管理可与常见的 MDM 解
决方案无缝配合，如 Jamf、VMware 和 MobileIron 等。
进一步了解 ↗

商务 App 入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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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App Store

Apple at Work

Today at Apple

App Store 上有超过 235,000 款 app，让你
的企业更强大、更高效、更具移动性。

iPhone、iPad 和 Mac 是满足商务需求的绝
佳工具。进一步了解 Apple 产品、平台、合
作伙伴和其他资源，帮助自己快速入门。

通过面向商务的实际操作培训讲座，包括摄
影、视频、艺术和设计等主题，让你的工作
水平更上一层楼。与我们一起探索工具、
发掘 app 并得到启发，一同实现更远大的
目标。

访问 App Store 的商务类别 ↗

进一步了解 ↗

立即探索 ↗

© 2019 Apple Inc. 保留所有权利。Apple、Apple 标志、Apple Pay、Apple Pencil、FaceTime 通话、iPad、iPhone、Keynote 讲演、Mac、Numbers 表格、Pages 文稿和 Siri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多点触控是 Apple Inc. 的商标。Apple Store、iCloud 和 Today at Apple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注册的服务商标。
Adobe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IOS 是 Cisco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经许可后才能使用。本材料中提及
的其他产品和公司名称可能是其各自公司的商标。

